
概览

数据中心越来越依赖一系列存储架构来实现灵活性和可扩展性。传统存储

系统难以轻松地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扩展，以支持海量非结构化数

据。约 80％ 的数据是非结构化数据，事实证明使用 x86 服务器的新方法

更具成本效益，可以提供可以随着数据增长轻松扩展的存储。

对象存储是处理海量数据的最新方法。横向扩展对象存储使用 x86 架构

存储优化服务器来提高性能，同时降低成本。采用 Intel® Xeon® 处理器的

思科 UCS® S3260 存储服务器是非常适合对象存储解决方案的基础组件

（图 1）。

需要对象存储的典型环境

如今，对象存储可用于许多环境。凭借其几乎无限的可扩展性及其所使用

的标准服务器硬件，对象存储成为了存储热数据或冷数据的极佳解决方

案。其可以通过数据保护方法（如复制和擦除编码）扩展数据持久性，有

助于确保在最需要时，您的数据随时可用。使用对象存储的常见工作负载

包括：

•	 Web 扩展应用：基于云的应用（如消费者、社交、照片或视频网站）需

要大量的空间来存储对象。基于对象的存储解决方案可简化应用的设计和

开发。易可扩展性允许应用数据增长，但不会导致存储成本急剧增长。

•	 介质存储：对象存储非常适合大文件（如视频和音频文件）。借助近线

和长期存储功能，可以利用对象存储解决方案存储数据。

•	 基于文件的存储：现在，大多数供应商都提供用于网络文件系统 (NFS) 
和服务器信息块 (SMB) 的接口。虽然延迟仍然不如网络连接存储阵列那

么低，但对象存储可以托管不关心延迟的一般文件数据。

•	 备份：几乎无限的可扩展性使得对象存储在备份操作方面比容量有限的

典型专用备份设备更有用。

一般来说，如果应用需要大容量且具经证实具有数据持久性，并且无需低

延迟，则几乎所有此类应用都适合采用对象存储。

思科横向扩展对象存储解
决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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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势

• 我们的解决方案非常适用于具
有大量非结构化数据的环境，
成本效益很高。

• 我们的解决方案提供久经验证
的数据持久性。

• 思科® 参考架构和思科验证设
计可降低成本和风险。

• 我们与业界领先的软件供应商
合作。这种经营方式可以帮助
您避免被某一特定产品或供应
商锁定。

• 基于策略的管理可提高运营
效率，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
(TCO)。

采用 Intel® 
Xeon® 处理器的思科 UCS™



采用思科 UCS S3260 存储服务器的对象存储

采用 Intel Xeon 处理器的思科 UCS S3260 存储服务器非常适合对象存储

解决方案。它借助思科统一计算系统™（思科 UCS）管理功能，提供可以

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部署和管理的平台：基于代理的传统非托管管理系

统则不具备这类功能。您可以为计算密集型、容量密集型或吞吐量密集型

工作负载设计 S3260 解决方案。

•	 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：S3260 服务器可配置两个双插槽服务器节点。您

可以使用板载非易失性存储器标准 (NVMe) 闪存存储优化节点，或者使

用支持密集闪存的 I/O 扩展卡调整节点以实现高性能缓存。

•	 容量密集型工作负载：S3260 服务器支持具有最高 560 TB 原始数据存

储的 SAS 和 SSD 驱动器，或使用磁盘扩展卡支持最高 600 TB 的 SAS 
和 SSD 驱动器。系统还可以配置为以 JBOD 模式运行或使用具有 4 GB 
缓存的思科® RAID 控制器。

•	 吞吐量密集型工作负载：S3260 服务器使用两个系统 I/O 控制器 
(SIOC)。这些控制器提供总计 160 Gbps 的网络连接，并通过 I/O 扩展

卡为以太网、光纤通道或以太网光纤通道 (FCoE) 提供额外连接。

思科 UCS Manager 可以统一管理所有思科 UCS 硬件。您可以利用其基于

策略的管理通过服务和存储配置文件定义所需的服务器和存储配置，并将

它们快速一致地应用于新存储服务器。此外，思科 UCS Director 还提供自

动化和协调功能，可以极其快速地部署所有思科基础设施以及您可能在数

据中心中使用的许多其他服务器。

思科横向扩展对象存储解决方案

我们的横向扩展对象存储解决方案涵盖很多功能，可满足您的应用所需的

容量、成本和性能水平要求。它们提供的优势包括：

•	 简化并降低复杂性：您可以获得映射到参考架构或思科验证设计中的基

于容量的捆绑包，快速、轻松地进行部署。

•	 通过预验证参考架构和验证设计降低风险：我们已经完成了配置和测试

的艰巨工作，以创建采用行业最佳实践的解决方案。您只需遵循成功的

秘诀。

•	 无锁定：我们与行业领导者合作，为您提供一系列生态系统合作伙伴以

供选择。

•	 操作效率：我们的自动化配置和管理可帮助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控制运

营成本和部署服务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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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相关信息
要了解我们的产品如何为您提供帮

助，请访问：

•	 cisco.com/go/ucs

•	 cisco.com/go/storage

要了解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，请访问：

•	 cisco.com/go/sd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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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思科 UCS S3260 存储服务器具有成本效益且可以为

横向扩展对象存储轻松扩展容量

HDD
4 行热插拔 4 TB、6 TB、8 TB 或 
10 TB HDD，最多 2 行 400 GB、
800 GB、1.6 TB 或 3.2 TB SSD

顶部加载驱动器总数：56 个驱动器

风扇
8 个可热插拔风扇

电源
4 个可热插拔 PSU

1 个或 2 个服务器节点
2 个 Intel® Xeon® E5-2600 v4 256 处理器

或具有 4-GB RAID 缓存的 
512 GB RAM RAID 控制器
或者直通 (HBA) 控制器

服务器节点选项
可选 800 GB 或 1.6 TB NVMe 卡

可选可信平台模块

可选磁盘扩展
4 个热插拔后部加载 LFF 接口

4 TB、6 TB、8 TB 或 
10 TB HDD

可选 PCIe 扩展节点
2 个半高、半宽 PCIe 插槽

每个服务器节点 1 个 SIOC
思科 UCS VIC 1300 on Chip

可热插拔操作系统和引导驱动
最多 4 个 SFF 120 GB、480 GB 或 1.6 TB SSD

http://www.cisco.com/go/ucs
http://www.cisco.com/go/storage
http://www.cisco.com/go/sds

